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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胜德国队 男团10连冠

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乒乓球队

“你好，天津”优秀作品推介

津门虎队需积累更多经验和信心

“爱努力”与天津之缘

助力书香天津建设 展示新时代青年风采

校园大学生“悦读之星”评选揭晓

前天晚上，天津津门虎队在本赛
季中超联赛第22轮比赛中，0：1惜败
“领头羊”武汉三镇队。津门虎队昨天
中午从“第三方场地”海口乘机返回天
津，10月12日球队收假，进入联赛下一
阶段比赛的备战。
其实观看了前天晚上比赛全过程

的球迷，大多会对津门虎队的失利感到
惋惜。面对较前几轮比赛有明显提升
的武汉三镇队，津门虎队显然做了充分
的准备。上半时，津门虎队在立足稳固
防守的基础上，创造出多次反击，下半
时，津门虎队也提高了攻防转换速度。
很可惜，在替换登场的贝里奇和石炎前
场精准配合，没能转化成得分后，武汉
三镇队抓住机会，由马尔康完成了帮助

球队锁定胜局的全场唯一进球。
尽管遗憾输掉比赛，但是津门虎队在

本场比赛中绝大部分时间的表现中规中
矩，结束禁赛复出的杨帆，回到首发阵容
中，较好地完成了盯防马尔康的任务。赛
后主教练于根伟表示，大家都清楚，对手
是联赛排名第一的队伍，津门虎队整体防
守做得不错。“与这个档次的球队交手能
有这样的表现，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只不
过，如何做到不轻易犯错误，以及如何把
握机会，大家还需要好好总结。”
津门虎队本赛季一直在努力形成自

己的风格、完善自己的打法，这个过程
中，也需要打出更多成功的比赛、争取更
多的胜利，来积累经验和信心。

本报记者 顾颖

本报讯（记者 梁斌）北京时间昨
晚，在2022年女排世锦赛第二阶段E
组的比赛中，发、扣、拦、防全面占优的
中国女排以3：0战胜比利时女排，以7
胜2负积20分的成绩，成功锁定E组前
4，晋级8强，3局比分为25：18、25：18
和27：25。
6胜 2负排名E组第4的中国队

与5胜3负排名E组第5的比利时队
这场较量，是本届世锦赛争夺最后一
个8强席位之战。由于中国队领先
比利时队1个胜场和2个积分，只要
在这场比赛中赢下两局，就能力压对
手，晋级8强。
此役，中国队延续了上一场比赛

的首发阵容。前两局，一传稳定、一攻
质量高的中国队赢得很轻松。第 3
局，比利时队放手一搏，中国队与对手
缠斗到25平。关键时刻，主攻王云蕗
强攻、发球连得2分，中国队以27：25
赢下制胜一局。
整场比赛，中国队发球带动拦防

的战术非常奏效，场上队员心态都很
平稳，不仅打得很自信，而且在比分胶
着时，打得更有耐心。袁心玥、李盈
莹、王云蕗、王媛媛、刁琳宇的发球有
效冲击了比利时队的一传体系，在高
质量的拦防下，中国队频频抓防反机
会得分。袁心玥的发球攻击性有明显
提升，发球拿下全场个人最高的 4
分。此役，中国队在进攻得分上以
47：41领先，拦网得分以8：2领先，发
球得分以8：5领先，自身失误送分以
13：14，比对手少失误1分。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在U17
亚洲杯预选赛G组最后一轮角逐中，
中国U17男足1：3不敌东道主澳大利
亚队，位列小组第2位，能否获得出线
资格还要看其他小组的结果而定。
中国U17男足和澳大利亚队争

夺小组头名的比赛并不顺利，开场仅
仅6分钟就被判罚了一粒点球，对手
主罚命中。接下来，中国U17男足再
次送给了对手点球机会，好在澳大利
亚球员将球推偏。躲过一劫的中国
U17男足利用角球机会将比分扳平，
半场结束时两队战成1：1。
下半时开始后，崔泰旭因不冷静

的踩踏犯规吃到红牌，中国U17男足

面临着场上少一人作战的局面。澳大利
亚队随后加强进攻，连续打入两球，最终
3：1战胜了中国U17男足，也获得了直
接晋级U17亚洲杯正赛的资格。
中国U17男足最终获得了这个小

组的第2位，接下来将以3个积分及7个
净胜球，与其他各组第2名球队进行比
较。能否以成绩最好的6支小组第2名
球队之一身份晋级，要视其他组别末轮
赛事的赛果而定。
赛后，主教练杨晨表示，对于队员表

现出的拼劲非常满意。杨晨说：“这些队
员的场上表现、团队意识都非常强。未
来的十年，他们就可能领衔中国足球，我
希望他们继续努力。”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作为“书香
天津·全民阅读在行动”系列活动之
一，由市新闻出版局、市教委主办，市
全民阅读办、市高校图工委策划组织
的“迎盛会·读经典·向未来”2022书
香天津·校园大学生“悦读之星”评选
活动决赛，昨日在天津师范大学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书香天津·校园大学生“悦读之

星”评选活动发起于2015年，已成为
全民阅读习惯的倡导者、全民阅读风
尚的引领者、全民阅读氛围的推动者，
位列中宣部出版局“2021年全民阅读
优秀项目推介工作入选名单”，使该活
动的成功经验不断向全国辐射，彰显

了我市大学生良好的学风和追求梦想
的青春活力，有力推动了全民阅读活
动在校园深入开展。
今年的大赛特别策划了“一书一

册一片”的推广方案，总结回顾“悦读
之星”成长历程和各院校活动的精彩
时刻，面向社会进行推广展示，不断提
升品牌活动的影响力。
经过各校校内初赛、复赛的选

拔，最终来自全市本科高校、军事院
校及部分独立院校、高职院校共 53
所学校的53位选手进入决赛。赛场
上，53名选手紧扣活动主题，各自分
享了自己阅读《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
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习近平扶贫

故事》《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中国
共产党简史》《复兴之路》《疫情里看懂
中国》《遇见天津》《天津竹枝词》等53
部图书的心得体会。
整场比赛选手们准备充分、精神饱

满、感情真挚，展示了新时代大学生的青
春风采。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一
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23名、
优秀组织奖10个、优秀团队奖2个。本
次大赛同时设有网络人气奖和优秀指导
教师奖。
现场还举行了书香天津·校园大学生

“悦读之星”会旗交接仪式。每年一届的
校园大学生“悦读之星”评选活动让书香
飘满大学校园，助力书香天津建设。

本报讯（记者 张帆）在加快建设
“海洋强国”战略的大背景下，由天津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中新天津生态
城、天津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
海洋人文纪录片《津·海岸》自今日起，
在天津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每晚10
时连续播出。
在中国 3.2 万公里的漫长海岸

线上，坐落着一个旖旎秀美的海滨
城市——天津。这片拥抱蔚蓝的美丽
家园，在潮起潮落间孕育着一代又一
代人向海而生的气魄，也见证着天津
人一路乘风破浪、搏击蓝海的历程。
《津·海岸》共8集，每集30分钟，

分为《海之魂》《海之乐》《海之味》《海
之港》《海之油》《海之城》6个篇章。
摄制组从2021年9月1日正式开拍，
在历时1年的拍摄过程中，一路沿着
对海岸线的关注，围绕着人、海、城之
间的和谐关系，拍摄发生在天津海岸

线上的精彩故事，展现出天津人的海洋
情怀，以及这座沿海城市对海洋强国战
略的多样探索与实践。
从跟随渔船去体验“开海第一网”的

满载而归，到去古海岸遗迹贝壳堤遥想
天津沧海桑田的变迁；从去大沽灯塔倾
听几十年如一日接力守望的故事，再到
登陆亚洲最大的四星连珠采油平台，感
受中国海油的蓬勃大气与力量。主持人
张博佳带领观众，聆听独属于天津这片
海的澎湃交响。这片海会带给我们哪些
知晓却未曾深究的海洋文化？天津人对
于这片海有着怎样的情愫？又被它赋予
了怎样的性格？全片将带着问题去探
索、去解密、去感悟。
云奔潮涌间，民俗、美食、旅游、生态

之美在影像中相互交错，编织出一幅新时
代中国海洋城市蓬勃朝气、奋勇争先的斑
斓图卷，也展现出天津人与这片海血脉相
依、人海和谐的深厚情怀。

六大篇章展现天津人的海洋情怀

纪录片《津·海岸》今开播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文并摄）为
迎庆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市音协于8日在声色音乐文化
艺术空间举办古筝专场直播音乐会，带
领观众从云上欣赏古筝之美。
近日，围绕迎庆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市文联推出了一系列形式丰富
的线上活动。本场音乐会由市音协古
筝专业委员会等承办，我市优秀中青

年古筝演奏家演出，通过微信、抖音双平
台进行直播。曲目不仅有经典古筝作
品，还有以古筝演绎的红色歌曲，让古老
的乐器诠释新时代的声音。
8日14时，音乐会准时开场。4位演

奏家率先奏响《西域随想》。随后，音乐
会上演了《夜深沉》《雪山春晓》《浏阳河》
《井冈山上太阳红》《红歌联奏》等节目。
通过线上平台，观众们欣赏到了这台简
朴又不失精彩的古筝音乐会，感受到传
统艺术在新时代茁壮的生命力。
市音协古筝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美燕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古筝艺术在
天津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爱好者遍及
各个年龄段。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前
夕，演员们以线上直播音乐会的方式与
观众们见面，希望用我们的民族乐器抒
发大家共同的心声。

本报讯（记者 张帆）短视频《我叫
爱努力》记录了一位土库曼斯坦女孩
与天津的不解之缘。
“爱努力”是一名来自天津理工大

学的留学生，因为喜欢中国文化来到天
津读书。几年来，她不仅获得汉语等
级证书，还自学了中国传统舞蹈，同学
们都称她为“中国文化迷”。“我对中国
从初识的新奇到相知的喜爱，都是通过
在天津学习和生活获得的。在这里我
不仅了解了中国
文化，还结识了
不少好朋友。我
爱这座城市，希
望今后可以在这
里生活。”

市音协举办古筝专场直播音乐会

线上奏佳音 颂歌献给党

中国U17男足不敌澳大利亚队

场边摆放着斯韦思林杯，经历96
年岁月的洗礼，周身散发着深邃的光
芒。昨晚在成都，它连续第10次与中国
男乒“深情相拥”。樊振东、马龙、王楚
钦出战的中国男乒以3：0完胜德国队，
实现男团10连冠，队史第22次捧杯。
与半决赛不同，决赛中中国队调

整了出场顺序，王楚钦和马龙互换位
置，马龙肩负两场在决胜场收底的任
务。经过一天的调整，樊振东已经从
半决赛的挫折中走出来，3：0战胜贝
内迪克特，马龙以3：1力克邱党，王楚
钦以3：0击败斯达姆珀，为中国队锁
定胜局。这也是继东京奥运会男团决
赛后，中国队再度完胜德国队。不同
的是，中国队的阵容中当初的许昕换
成了王楚钦。在巴黎奥运周期的第一
项团体世界大赛中，中国男乒的“巴黎
奥运阵容”已经成功亮相。
中国乒乓，天下无双。当国乒将士

们一次次拿下各项赛事冠军，捍卫国球
荣耀时，也许是赢得太多了，让很多人觉
得“腻了”，于是总会冒出“一枝独秀太无
聊，没劲”的言论。可是换位思考，这项
运动就是国乒人的工作和事业，他（她）

们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任何
时候都丝毫不懈怠，这难道有错吗？难
不成，让他（她）们“躺平”，随便应对了
事？国乒赢得太多了，让很多人觉得这
太容易了，想当然地认为随便派谁上场
都行。可是，事实绝非如此。国乒的每
一场胜利，都来之不易。外人看到的，是
场上的砍瓜切菜、手到擒来。外人看不

到的，是场下的日积月累，有汗水、有伤痛、
有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残酷竞争。他
（她）们站上赛场的那一刻，已经是一路穿
越“看不见的硝烟”杀出重围。
胜利绝不会轻而易举，但国乒人有着

传承的精神，关键时刻总有人站出来捍卫
国乒荣誉。以男团半决赛为例，当王楚钦
遭张本智和逆转时，马龙站出来稳住了局
面。当樊振东2：3惜败于张本智和后，“00
后”王楚钦登上决胜场扛起了决定中国男
乒命运的重任，完成了自我救赎。
半决赛安排樊振东和更为年轻的王

楚钦担任一、二单，老将马龙三单只打一
场，也看出了国乒为巴黎奥运会提前练兵
的用意和决心。在决胜场的“生死关头”，
王楚钦在场上表现出了超出年龄的冷静，
加上迅速的自我调节能力，他证明了自己
值得信任，也在争夺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
的“暗战”中为自己赢得了重要砝码。
女团决赛中，中国队继东京奥运会之

后再次完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5连
冠，队史第22次捧起考比伦杯。东京奥运
会上，中国女乒提前顺利完成新老交替。
此刻，姑娘们再次用行动证明，她们的交
替、融合都非常完美。 本报记者 苏娅辉

新华社发

零封比利时队

中国女排晋级8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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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视2套（103）

18:15 刘家媳妇
20:30 最美文化人
天视3套（104）

19:00 一门三司令
22:00 觉醒年代
天视4套（105）

20:00 萌宠汇
21:00幸福生活在招手
天视5套（106）

18:55 体坛新视野
天视6套（107）

18:00 今日开庭
20:10 百医百顺
少儿频道（108）

19:10 熊出没之怪兽
计划

21:00 番茄生活王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文艺频道

18:15《刘家媳妇》
（7、8、9）

■三朵到医院检查,
发现自己得了恶性肿瘤胃
癌。一切真相大白，三朵
带着对大海的亏欠和感
激，开始在家里安排后
事。为了给三朵凑手术
费，刘万花、贾诸葛、李二
芹都送来了钱，三朵感动
得热泪盈眶。

都市频道

21：00 幸福生活在招
手（23、24）

■正义去了挨骂公司
应聘，每天奔波去“找骂”。
正义接到新的业务准备“找
骂”，却发现顾客是小麦。
小麦向正义诉苦，求他再给
自己一次机会。正义告诉
她自己选的路就要自己承
担。小麦想给钱让正义开
公司，被正义拒绝了。

天津卫视

19：30人世间（50、51）

■秉义回到吉春办
事，在离开前，两辆车送机
的“阵仗”，引起了曾帮扶
他多次但久未谋面的明部
长关注。明部长鞭策秉义
要杜绝腐败之风，老领导
的话让秉义沉思自省。年
迈的金月姬为了让秉昆早
点出来和家人过个团圆
年，在病榻上请求领导将
秉昆的出狱手续放在春节
前来办。

文艺频道

20:30 最美文化人
■江胜勇是天津歌舞

剧院国家一级演员，他的
萨克斯演奏技艺娴熟，表
现力丰富，极具感染力，深
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他不
仅追求艺术水平的提高，
还常年深耕于公益事业。
位于天津静海区的四党口
中村，是远近闻名的“中国
乐器村”，每年生产几十万
支萨克斯，全国超七成、全
球超五成的萨克斯都来自
这里。在这一笔笔辉煌的
成绩背后还有演奏家江胜
勇的默默奉献。

天津卫视

21:20 非你莫属

■《非你莫属》节目
迎来了39岁的陈列师张
展通，他曾就读于辽东学
院服装设计专业，毕业后
到杭州发展，做过设计师，
后来跳槽从陈列师助理做
起，三次创业三次失败，回
归职场，在知名服装品牌
做陈列师、陈列视觉顾
问。他又学习了表演，开
始跟组做生活制片组的文
员，同时客串群演。此次，
张展通想找一份不受年龄
限制的工作，寻求陈列经
理或演员的岗位，他能否
求职成功？


